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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又送“大礼包”
叶海南省优化营商环境行动计划曳公布 11 个方面 29 条举措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冤 叶海南省优化营商环境行动计划
渊2019原2020 年冤曳(以下简称叶行动计划曳)已经省政府同意并于近日印发袁 叶行动计划曳分
别从开办企业尧获得施工许可尧获得电力电信服务尧财产登记尧获得信贷和改善融资环境
尧纳税便利化尧跨境贸易尧保护投资者等 11 个方面提出了 29 条改革举措袁有助于海南加
快形成法治化尧国际化 尧便利化营商环境袁推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遥 叶行动计划曳同时明确了各项改革 举措的责任单位尧完成时限遥
方面
方面

一

开办企业
3 条措施

再扩大“证照分离”
改革事项
荫进一步扩大野证照分离冶改革事项袁扩大旅游业尧现代服务
业尧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改革事项范围遥
荫推进野移动互联网垣政务冶的功能创新袁统筹整合网页端尧
手机移动端政务服务功能袁首创全省范围内统一的尧涵盖各部门
功能尧打通跨部门数据的政务服务总门户袁实现野一网通办冶野全岛
通办冶遥
荫进一步加大对重点产业领域的开放袁推动琼港澳进一步合
作创新遥 以互联网尧文化等重点产业为突破口袁创新监管措施袁提
升综合执法水平遥
方面

二

获得施工许可
3 条措施

放宽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准入
荫针对符合特定条件的施工项目取消施工图审查袁探索野设
计人员终身负责制冶制度建设遥
荫率先在海口尧 三亚等地试点放宽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准
入袁 鼓励支持国内外一流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来琼设立分支机
构袁支持国外事务所与国内有资质的设计事务所联营安排袁全面
推进工程建设领域的咨询服务产业发展遥
荫在海南省重点产业园区内探索实施企业投资项目 野标准
地垣承诺制垣代办制冶联动遥
方面

三

获得电力和电信服务
4 条措施

年均停电时间压缩至15小时内
荫 推动国际海底光缆海南站点的建设袁 借助与至香港等地
的国际海底光缆的连接遥
荫 在全省扩大建设 5G 站点袁 加快推动全岛 5G 网络覆盖袁
全面开展 5G 商用网络建设袁形成 5G 示范效应遥
荫 减少办电时间尧降低接电成本遥 实现海南省所有地级市的
100原200 千伏安小微企业低压供电袁低压非居民尧高压单电源客
户平均接电时间分别控制在 10 天尧60 天内遥
荫 实现全省用电客户年均停电时间压缩至 15 小时内遥
方面

四

财产登记
3 条措施

推广不动产登记费网上支付
荫提高办理不动产登记的网络化水平袁 试点并推广不动产
登记费的网上支付遥
荫推动不动产登记机构与银行间数据共享袁 在全省推广互
设不动产登记便民服务点袁在试点银行网点推广野一站式冶不动
产抵押贷款和抵押权登记业务遥
荫探索建立区块链不动产登记模式袁 逐步实现不动产登记
与多部门的数据联动遥
方面

五

获得信贷和改善融资环境
3 条措施

打造一站式金融服务企业平台
荫结合海南当地业务实践情况袁建立客户白名单体制袁开展
本外币账户一体化改革试点袁落实好 FT 账户制度设计袁推动资
本自由流动和货币可自由兑换遥
荫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袁 实现多部门信
息共享整合袁形成机制和常态化跟踪遥 依托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袁
构建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和行政野审批一张网冶袁实施失信惩戒遥
荫创新银企融资服务对接方式袁 加快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建
设袁整合政府尧银行尧税收尧担保等各类资源袁整合政府采购合同
融资功能袁打造一站式金融服务企业平台袁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便
利化融资环境遥
荫建立中小企业政产融一体化促进体系遥

六

纳税便利化
1 条措施

实现涉税服务事项网上办理
荫深入推进税务野一网办冶野一门办冶野一次办冶和野全
省通办冶袁持续更新办税事项野最多跑一次冶清单袁推动
野最多跑一次冶全省覆盖袁基本实现主要涉税服务事项网
上办理遥
方面

七

跨境贸易
4 条措施

制定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荫制定并发布海南特色的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
单袁进一步提升海南在医疗尧教育尧互联网尧商务服务等
现代服务业领域的国际化水平遥
荫继续深化国际贸易野单一窗口冶建设袁开发尧完善
离岛免税等具有海南特色的业务功能板块袁实现政府部
门尧口岸监管单位尧银行尧企业等数据的互联互通遥
荫全面深化海关业务改革袁允许企业自主选择野一
次申报尧分步处置冶与野两步申报冶袁提升口岸监管服务水
平尧国际贸易便利和安全性遥
荫建立健全进出岛的人流尧物流尧资金流的野三流冶
大数据精准管控信息系统袁实现野三流冶精准管控遥
方面

八

保护投资者
2 条措施

建立健全技术调查官制度
荫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审判中的专家陪审制度尧技术
调查官制度尧咨询专家库袁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案件技
术事实查明机制遥
荫野以创新的方式保护创新冶袁探索适用人工智能尧
大数据等前沿技术袁在全省探索引入智慧庭审系统提升
庭审流畅度和效率遥
方面

九

执行合同
2 条措施

制定在线调解试点工作方案
荫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的智能化遥 依托专业院
校尧境外法律查明机构的资源袁合作共建专业的域外法第
三方查明平台曰促进建立健全野开放式冶委托调解机制袁制
定在线调解试点工作方案袁开发运用在线调解平台遥
荫在司法征信查询的基础上袁实施全省法院范围内
的涉司法风险体系分级管理袁针对涉司法重点风险进行
动态跟踪研判袁推动涉司法风险预警的科学化尧智能化尧
精确化遥
方面

十

办理破产
2 条措施

探索实行多元化的破产机制
荫明确破产管理人报酬确定和支取管理制度袁探索
设立破产人管理协会及破产费用保障基金袁保障管理人
合理收益权袁提高管理人积极性遥
荫探索实行多元化的破产机制袁针对不同案件试行
通常型尧简审型破产程序遥
方面

十一

建设服务型政府
1 条措施

以产业定位落实“一园一策”
荫根据各园区产业定位落实野一园一策冶袁创新园区
管理体制机制袁完善野法定机构垣市场主体冶运行模式袁
推动园区打造成法治化尧国际化尧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
的重要窗口遥

2019 海南亲水运动季来啦浴

六大主题月活动
狂欢半年不停歇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
凤冤叶2019 海南亲水运动季活动总体工作方案曳
渊以下简称叶工作方案曳冤已经省政府同意并于近
日印发袁明确将根据各举办地资源特色和优势定
位袁围绕野月月设主题尧周周有活动冶的原则袁组织
开展六大主题月活动袁每月围绕当月主题策划系
列赛事尧培训尧体验等活动遥

叶工作方案曳明确了将在 7 月原12 月在全省各市县
举办主题为野体旅融合 亲水海南冶的 2019 海南亲水运
动季活动袁活动将根据各举办地资源特色和优势定位袁
围绕野月月设主题尧周周有活动冶的原则袁组织开展六大
主题月活动袁每月围绕当月主题策划系列赛事尧培训尧
体验等活动遥
叶工作方案曳要求袁除了组织开展六大主题月活动
重点项目外袁还要充分发掘亲水运动季期间企业或社
会组织策划举办各类亲水运动活动袁为市民游客提供
更多可参与尧可观赏的选择遥 整合推广拥有涉水尧亲水
旅游产品和资源的景区尧酒店尧社团协会袁为市民与游
客提供更多亲水运动休闲旅游产品遥

六大主题月活动
7 月主题

亲水狂欢

7 月是亲水运动季的开幕月遥 为贴合主题并提升
亲水运动季的影响力袁设置了亲水运动季开幕式尧亲水
运动嘉年华尧 万人徒步和亲子亲水运动会等群众参与
度高并带有展演内容的活动遥 同时袁为丰富岛内外青少
年暑期游的主题袁 浆板比赛和青少年帆船帆板体验营
和 OP 帆船夏令营等活动也在 7 月开展遥

8 月主题

欢动沙滩

8 月活动设置以沙滩排球尧沙滩橄榄球尧沙滩足球
等主题沙滩运动为核心遥 培训体验与赛事互动并重袁分
别在海口市尧文昌市尧万宁市和陵水黎族自治县等沙滩
运动基础较好袁群众参与度高的地区开展遥

9 月主题

雨林探险

热带雨林亲水运动是我省江河湖海以及泳池亲水
运动的特色补充袁9 月将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尧昌江
黎族自治县尧 乐东黎族自治县和五指山市等我省著名
热带雨林地貌资源分布区域内袁 举办各项雨林徒步和
穿越挑战赛事遥 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曲折蜿蜒袁湿度高袁
富氧袁各站赛事也各具特色袁无论普通市民游客袁还是
徒步穿越爱好者袁皆可参与其中遥

10 月主题

嬉水民俗

10 月是水上民俗特色体育运动项目的大集合袁具
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水上运动赛事与主题嘉年华活动将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和乐东黎族自治县集中开展曰 屯昌
县和澄迈县也将分别设置各具本地民俗特色的徒步大
会和中华龙舟体验营袁丰富市民游客在 10 月小长假周
边游的内容题材遥

11 月主题

浪迹南海

11 月袁风筝冲浪尧冲浪尧皮划艇尧亲水骑跑和滨海
徒步等亲水运动丰富多彩袁多点开花袁把海南全域亲水
体育旅游推向高潮遥 其中袁皮划艇赛事的分站赛和同步
进行的水上嘉年华活动将在海口市尧定安县尧陵水黎族
自治县尧三亚市尧琼海市和万宁市举办遥 环海花岛骑跑
赛和野最美海岸线冶万人徒步大赛也将在 11 月举办遥

12 月主题

越山向海

12 月是 2019 海南亲水运动季收官月遥 东方市和
三亚市将分别举办滨海自行车骑行活动和摩托艇邀请
赛曰越山向海人车接力中国赛的收官赛袁将整合旅游资
源袁让体育赛事横跨多个市县精彩呈现曰颁奖仪式将在
三亚市与亲水运动季闭幕仪式同时举行遥

